
林鄭參觀STEM中心 見證開展一載

理大「聰明眼」驗紡織品「吹毛求疵」
可減九成不合格產品 勁過人眼 布料報廢更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理工大學紡織及服裝學系成功研發出名為「聰明眼」（WiseEye）的智能紡

織品瑕疵檢測系統，能「吹毛求疵」，替代肉眼檢測出紡織品上的極小瑕疵，能有效減少九成不合格紡織

品，提高紡織業的自動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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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筆者在網上
參閱了一些關於美國
機構推行員工「自攜

裝置（BYOD）」政策的調查報告，當中
提到在北美有一半的機構實行BYOD措
施。69%的決策者支持BYOD政策，箇中
原因是因為他們相信BYOD減少員工適應
不同流動裝置所花的時間，間接提升他們
的生產力。
報告指出，受訪員工表示使用自己的流
動裝置，有助提高對機構的歸屬感，體現
工作與生活平衡，同時亦能刺激創意力
等。
然而，在香港的商業環境中，BYOD政

策並不盛行，當中牽涉的問題繁複，如保
安因素、政策規劃，執行方法等，但亦有
不少公司允許員工使用個人流動裝置，如
以智能手機處理事務。其實BYOD的發展
趨勢，非止於工作上，學校推行BYOD政
策亦來勢洶洶。
今年初，教育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簡

介透過關愛基金資助清貧中小學生購買流
動裝置的項目。不少學校透過這個資助項
目，於本學年（2018/19）推展不同程度
的「學生自攜裝置」政策，以促進電子學
習發展步伐。
政策不但為學生打造了個人化的學習環

境，亦可確保學生未來投身職場時，對

BYOD 具備一定的經驗及掌握。推行
BYOD後，教師們可發揮小宇宙，將課堂
內容結合電子學習資源及工具，設計創意
教學策略，促使學生投入學習。

促進自主學習 培養解難能力
這些策略誘發學生的學習動機，繼而進

行自主學習，提升學習成效之餘，更可培
養他們解難、明辨思維、溝通及協作等21
世紀必備的能力。
不少資深教育者分享指，有了自攜裝

置，學生的學習態度及成效因而變得不一
樣。首先，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明顯提升，
以遊戲式的互動教學工具，促使他們積極
投入課堂的問答環節。
其次，多元的網上資源及資訊能提升學

生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讓學生依據個

人興趣，自發地對某個知識領域深入研究
及進行資料蒐集，增長知識。
第三，透過學習平台提供的社交媒體功

能，學生可在舒適且方便的環境下與同儕
進行協作及溝通。
此外，科技能幫助老師們處理學習差

異，因應個別學生的需要提供個人化的
學習計劃及指示，為他們建立專屬的學
習環境，達至「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
目標。
面對BYOD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各學校

正積極舉辦多項BYOD及創新學習的專業
培訓，裝備教師投入21世紀教學之中。家
長們也要掌握BYOD對孩子學習帶來的轉
變，從而配合學校需要，為孩子提供相應
協助，共享BYOD帶來的效益。

■香港教育城高級發展經理 洪婉玲

善用自攜裝置 學習成效「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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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為了檢測紡織品質量，製造商一般
會以隨機目測的方式抽查紡織品。

不過，紡織物由紗線經緯交織而成，瑕
疵多以不規則的形狀呈現，若瑕疵極小，
肉眼根本無法辨認。
理大紡織及服裝學系鄭翼雄時裝教授黃
偉強帶領的研究團隊，融合人工智能與機
器視覺技術，研發名為「聰明眼」的檢測
系統。「聰明眼」嵌入高功率LED燈和高
解像度的CCD（charge-coupled device）
相機，可於織布機口沿着軌道來回移動以
檢測布料上的瑕疵點。
工作人員只需為織布機首6厘米的布料
作人工檢測，系統「熟悉」了這一小塊樣
品布的紋理後，便與接下來的布料作自動
對比，快速檢測出與樣品布的相異之處。
市場現有一兩款的疵點檢測系統，不但

成本昂貴，而且只能於布料完成後才能進
行檢測，即使發現瑕疵，整塊布料也只能
報廢，浪費資源。「聰明眼」安裝於織布
機口，在織布的過程進行實時檢測並進行
通報，方便工作人員盡早尋找問題根源，
避免整匹布料作廢。

檢40種瑕疵 精確度高
目前最高速的織布機速度是每分鐘織出

30厘米的布，「聰明眼」不但可以追上織
布速度，更可為數台機器同時進行檢測，
效率遠遠高於人類。
研究團隊在「聰明眼」系統中應用了大

數據和深度學習等技術，目前已被訓練系
統至可檢測如油污、飛花、結頭等約40種
瑕疵，精確度可高達0.1毫米/像素。
黃偉強指出，紡織品結構複雜，想要突

破業界二十年來的「樽頸位」，研發出自
動化檢測系統尤為困難。
團隊自3年前鑽研新算法，研究超過一

千萬幅圖像，發現「聰明眼」不但可應用
於大部分不同質料的單色梭織布，於真實
的工廠環境運行六個月期間，更減少了九
成不合格紡織品。

料5年內應用常見紡織品中
黃偉強透露，系統研發成本約150萬港

元，現有一家於內地設廠的香港公司將利
用「聰明眼」系統作布料檢測，硬件成本
約為六位數字。
團隊正進一步研發，希望「聰明眼」將

來會「更聰明」，能應用於條紋及格仔等
複雜圖案的針織布，並預計系統可於5年
內應用在常見的紡織品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為
慶祝轄下STEM教育中心開展服務一周
年，昨日舉辦「STEM教育中心—支援
STEM教育暨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活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活動致辭時表示，加
強科普教育是特區政府其中一項重點工
作，教育局近年致力推動STEM教育以提

升學生的創作、協作和解決問題能力，施
政報告亦公佈了會向學校發放全新的全方
位學習津貼，學校可配合STEM教育發
展，組織學生走出課室，進行多元化體驗
學習活動。
林鄭月娥昨日到訪位於樂富的STEM教

育中心，為學生學習成果分享活動擔任主

禮嘉賓。
她在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陪同下，參觀

了中心設施及欣賞獲獎的學生作品，又到
訪中心的「創客空間」，了解學生參與
STEM（即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學
習活動的情況。
林鄭月娥表示，要持續在校園推動

STEM教育，為中小學提供所需的支援十
分重要，在藝術與科技教育中心內設立
STEM教育中心，是教育局提供的其中一
項主要支援措施。
她亦很高興能見證教育中心為支援

STEM教育推行的成效，及學生的學習成
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心臟病在香
港最常見致命疾病中位居三甲，絕對不容忽
視。為提升市民對心血管健康的關注，中文
大學醫學院院會將聯同多個專業及合辦機
構，於10月底及11月初一連3個周六日舉
行「發人心省」健康展覽，介紹高血壓、心
律不正、冠心病等常見心血管疾病及普遍治
療方法，其間並會為超過3,000名市民進行
心臟及多項檢查，推廣健康生活。
是次展覽將於明天（20日）及後天（21
日）率先於將軍澳新都城三期舉行，隨後的
兩個周六日，則分別移師馬鞍山新港城中心
（27日及28日）及粉嶺碧湖商場（11月3
日及4日）。場內會設有展板，配備電子互
動設備及解剖學模型，進行更清楚和逼真的
示範。
展覽期間，中大醫學院院會的醫科生將免

費提供體重指標、血糖及血膽固醇健康檢
查，市民亦可即場接受心房顫動篩查、踝肱
血壓指數（ABI）檢查、動脈硬化程度測
試，以及根據心血管疾病風險評估來估算個
人心血管健康情況，另展覽亦邀請了多位教
授及醫生主持健康講座。大會預計6天展覽
共可為超過3,000名市民進行檢查，並接觸
超過20,000人。有關健康展覽詳情，可瀏覽
www.facebook.com/cuhkhealthexhibition。

中大為3000人免費驗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科普
教育對推廣創科益發重要，既幫助青
少年掌握最新科學脈絡，亦可讓他們
了解國家相關發展動向。中國科學院
國家天文台科學傳播中心主任兼行星
科學家鄭永春近日訪港主持科學講
座，與超過200名中學師生探討地球
環境面對重重挑戰下，人類未來100
年將何去何從。他認為，隨太空科技
快速發展，百年內人類就可以建立具
規模的火星城市，並預言將來港澳青
年也有機會參與國家搭載太空任務。

鄭永春與港生「談天說宙」
是次講座以「未來一百年，人類能

到哪裡」為題，屬於中科院、中宣
部、中國科研等主辦的「科學與中
國」院士專家巡講系列活動之一，10
月16日於香港培正中學舉行。由曾當
選中國科協全國首席科學傳播專家及

被評為「全國十大科學傳播人物」的
鄭永春，透過視覺、聽覺、觸覺等多
元途徑，向逾百位香港中學生展示宇
宙的多種面貌。
鄭永春現場帶來兩小片與地球同

齡、有46億年悠久歷史的鐵隕石，讓
港生逐一觸摸，又播出來自外太空的
「天籟之音」，即將太空不同頻率的
信號轉換至音頻形式向港生們呈現。
他又展示了「旅行者號」探測器於

1990年拍攝的「太陽系全家福」，當
中地球只是一個暗淡的小藍點，笑言
照片真正「讓人類意識到自己的渺
小。」
談到將來，鄭永春認為人類登陸火

星可於20年內實現，100年內可建設
成中等規模的火星城市，於1,000年時
間裡，更可以將火星打造成適合人類
移居的星球。
他又提到，水在火星的沸點遠較地

球低，只要攝氏10度就足以讓水沸
騰，打趣說：「人在火星若沒有宇航
服保護，我們真的會『熱血沸
騰』。」「生鬼」的解說引得在場師
生捧腹大笑。
鄭永春表示，雖然至目前為止中國

的航天器還沒有去過火星，但他對國
家航天技術發展充滿信心，其中包括
在2022年搭建太空空間站。
他指出，現時的宇航員都是從飛行

員萬裡挑一選出來，而國家亦正召集
科學家宇航員，不但要有強健體格，
更需有豐富的科學知識，能夠在太空
站進行難度更高的科學研究。而未來
國家亦會積極招募有潛質、有興趣的
青少年參與太空站建設、衛星發射等
工作，部分人甚或有搭載機會。
他認為，香港不少大學都有開展太

空相關研究，在知識層面、環境配套
方面，港澳青年可能更佔優勢。

內地科學家預言：百年內移民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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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
香港教育大學將於下月舉行學位頒
受典禮，向5位傑出人士頒發榮譽
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們在教育界、
以至社會發揮的影響，肯定他們的
貢獻。其中嶺南大學前校長陳坤
耀、前香港總商會主席彭耀佳及知
名學者戴傑思將獲榮譽教育學博士
學位，前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
人林煥光、阿里巴巴集團執行副主
席蔡崇信則獲頒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學位。

讚陳坤耀為教育貢獻多
教大讚揚陳坤耀為教育貢獻良

多，出任嶺大校長的12年間，不
但將該校打造成博雅大學，每學期
更親自教授一門學科，師生關係甚
佳。
他於上世紀70年代任教的學生
更於 2007 年以他的名義，舉辦
「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系列」。
至於與教大淵源深厚的彭耀佳，

於2002年至2017年先後擔任教大
校董會司庫及主席。教大讚揚他為

該校發展不遺餘力，終令香港教育學院正名
為香港教育大學。
戴傑思本身是國際知名學者，專注教研，

與教育相關的論文研究更被翻譯成多種語
言，對世界的教育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表揚林煥光是「公僕典範」
至於林煥光，教大表揚他是「公務員典

範」，又指林煥光熱心教育事務，自2012
年不時為本地報章撰寫與教育相關評論，更
常獲邀到學校演講，啟迪後輩。
蔡崇信對教育事業尤為關注，與妻子名下

基金會曾資助史丹福大學建立神經科學研究
所，並在耶魯大學捐贈設立創新思維中心。
此外，他在浙江湖州成立蔡崇信公益基金

會，專注扶助農村及貧困學生，通過教育實
現「一人就業，全家脫貧」的願景。

■■林鄭月娥在蔡若蓮陪同下林鄭月娥在蔡若蓮陪同下，，參觀參觀
學生的學生的STEMSTEM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前排左五前排左五））和蔡若蓮和蔡若蓮（（前排左六前排左六），），
在典禮上與其他主禮嘉賓和學生合照在典禮上與其他主禮嘉賓和學生合照。。

■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科學傳播中心主任兼行星科學
家鄭永春（左二）給同學上了一場輕鬆的天文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黃偉強表示，「聰明眼」配備高解像度CCD相機，能沿軌道來回移動，檢測布料瑕疵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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